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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汇景中心项目安全员瞿康伟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赖月霞/摄

90后安全管理“老战士”

———记北京首钢机电有限公司“卫建平工作室”负责人卫建平

和0.01毫米的误差较量
□本报记者 李婧

“数控车床操作工 ” 对于外
行来说是个陌生的行业， 可北京
首钢机电有限公司的卫建平从23
岁起接触数控车床， 20多年间一
直和这些大家伙搭伴干活儿。 一
项枯燥的活计， 被卫师傅干得有
声有色， 他铣工、 车工都干过，
从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取得高级工
程师的职称， “很多人都认为工
人是个力气活儿， 其实我们做的
每一个工件， 都是在挑战千分之
一厘米的误差。 有时， 外行看一
个成品与样品一样， 但一测量就
是废件。 这么多年， 我都是在和
这0.01毫米的误差较量。”

工作室展示“宝贝疙瘩”

在卫建平工作室， 卫师傅向
记者一个个介绍里面放置的四台
数控车床， “这台刀架是前置式
的， 那台刀架是后置式的， 精度
要更高。 这两台长得差不多， 其
实 型 号 不 一 样 。 这 台 更 先 进
……” 那股子亲热劲儿就像介绍
相识多年的老搭档。

别人办公室都放着自己的照
片、 领导来访的留影， 展柜里大
都放着获得的奖杯。 而卫建平工
作室的展示柜里放的全是零件，
足有数十个。 卫建平说， 有些个
头大的成品实在放不进柜子， 他
还按比例作了模型放进去。 这些
千奇百怪的金属疙瘩， 在别人眼
里不见得好看， 但在卫建平眼里
则是美妙绝伦。

“这个零件看着跟个管子一
样 ， 挺简单的吧 ， 其实暗藏玄
妙。管子内侧壁上有复杂的螺纹。
这个活儿没处下刀， 内壁上的精
细活儿，我想办法给做出来，干之
前琢磨了一个月呢。还有这个，看
着这些深浅不一的洞洞， 可不好
加工。 还有这个，圈套圈，里面那
一圈，根本无法测量。就算生产出
来，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合格。我就
有办法让它合格！ ”卫建平说。

从钳工修炼成技术达人

卫师傅研究了一辈子数控机
床。 1984年， 18岁的卫建平就进
入了首钢成了一名钳工 。 1986
年， 他考到首钢的机械制造工艺
大专班学习了两年。 毕业后， 他

进入首钢集团的机械厂， 做普通
车工和铣工。 “车工和铣工有所
不同 。 车工是加工回转类零件
的， 俗话说， ‘活转’ 刀不转，
就是将待加工的金属零件夹住转
动， 而加工出要求的形状。 铣工
是加工面类和槽类零件的， 加工
时， 一般是 ‘刀转’ 活不转， 切
削出与图纸相符的形状。”

刚开始， 卫建平还是车工和
铣工的操作工。 1989年， 他第一
次见到了数控车床 。 “那一年
年， 首钢以每台40万元的价格进
了两台数控车床， 在当时建一栋
楼也就八九十万。” 卫建平还记
得那两台机器是全厂职工的 “眼
珠子”， 而且机器还带着一台286
的电脑， 用于编程。 自打这两台
机器进厂， 他和同事们都看着新
设备眼馋。

那一年， 首钢机械厂要加工
一批形状复杂的工件， 工艺部门
做了工艺， 但实际操作时却没人
能把它加工出来。 “很多人都觉
得工人干活儿容易 ， 有力气就
行。 实际上， 我们是在挑战0.01
毫米。 有些工件需要多点在一个
精确的轴线上， 难度极大。” 卫
建平说， 这件工件就把单位的八
级工老师傅难倒了。 “老师傅做

了6天， 出了活儿， 一测量， 还
是废件。” 卫建平琢磨着， 数控
车床不就是用来解决复杂精密的
零件加工的吗？ 说不定这两台机
器能干这个活儿。 卫建平利用在
技校接触的有限的计算机知识，
对照使用手册， 一个字符一个字
符地编写程序。 当时计算机的内
存小 ， 只能编 5000个字符输一
次。 卫建平用三天三夜就编出了
加工程序， 数控车床果然成功地
加工出了工件。 卫建平成了厂里
第一代数控车床操作工。

为了学会使用计算机， 学会
操作数控车床， 卫建平一咬牙考
了夜大的计算机应用专业， 拿下
了大专学历， 后来又考取了北京
科技大学的专转本函授， 取得了
本科学历。

啃难题提高技术生产率

从此， 卫建平的人生因数控
机床而实现 “开挂” 模式。 1999
年， 卫建平和他的同事们攻关完
成薄板坯连铸结晶器铜板的加
工。 德国西马克技术， 之前一直
从 德 国 进 口 ， 难 度 是 在
1530ｍｍ×1100ｍｍ×110ｍｍ的 铜
板上加工32个25mm宽的不规则

槽， 槽最深处100mm， 关键点是
加工过程中怎样克服变形。 卫建
平跑了一趟德国， “人家什么都
让你参观， 就是核心技术捂得严
严实实。” 卫建平回国后带团队
研究， 从工装设计、 工艺方法上
进行了一系列创新。 现在该部件
已国产化， 产品已用到本钢、 唐
钢和珠钢等多家企业。

2005年， 因 “连铸机扇形段
框架” 的生产， 卫建平在业内名
声大噪。 这是连铸设备中的一个
部件。 当时， 首钢机械厂要生产
出200套这种部件。 生产工期紧
张， 靠工人们一个个生产不切实
际。 这个难题又摆在了卫建平的
案头。 怎么办？ 卫建平又想起了
“老朋友” 计算机， 他设计出了
一套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来代替
传统工艺部分加工程序的办法，
用计算机进行程序调试。 把复杂
的工艺进行合理拆解， 工人实现
“一键” 完成任务， 不仅保证了
精准度， 还大大提高了效率。 根
据首钢的统计， 这项技术使产品
合格率由69%上升到99%； 企业
对该部件的加工效率由原来每年
加工30套提高到300套 。 此项目
2010年获第三届全国职工优秀技
术创新成果三等奖。

2006年， 卫建平攻关完成了
在数控立车上加工无进刀槽的双
线变螺距螺纹， 充分发挥数控机
床潜力和利用率， 并获得了2008
年全国数控机床应用工艺方案征
文大赛一等奖。 卫建平还创新完
成在三轴联动数控镗铣床上用宏
程序编程的方法加工尾段外筒、
空间尺寸位置极其复杂的碎边剪
刀架部件， 为企业提高知名度和
外委费 。 在卫建平的长长履历
里， 这样的事迹还有很多。

2009年， 卫建平工作室挂牌
成立， 由北京市总工会和北京市
科委颁牌。工作室发展到今天，已
有20多个年轻人加入。 其中，28岁
的刘琪成为全国技术能手， 获得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更年轻的宋
军贤在北京市比赛中获得数控车
工冠军，成为北京市技术能手，获
得首都劳动奖章。如今，51岁的卫
建平不仅关心自己的技术， 还操
心着这些徒弟们， 他希望工作室
培养更多优秀的工人， 能有更多
优秀的年轻人留在生产一线。

“亲爱的， 这个中秋节我不
能跟你回家了， 你自己路上注意
安全， 到家了给我来个电话， 改
天我去看望二老……” 给女友打
完电话， 瞿康伟戴好安全帽转身
踏进工地现场。

瞿康伟， 中建二局上海分公
司汇景中心项目的一名安全员，
90后小伙子， 如今已是工作经验
丰富的 “老战士”， 安全管理的
一把好手。 今年国庆中秋双节假
期长， 为保证工地的正常施工，
确保安全生产， 瞿康伟选择留在
工地。 “安全无小事， 尤其是节

假日期间， 安全管理更要引起重
视。” 瞿康伟说。

瞿康伟虽然清瘦， 但干起工
作来认真较劲， 一大清早就拉着
同事们去工地开展安全检查： 现
场临电、 地下室照明安装是否符
合规范以及登高作业安全带是否
正确佩戴、 各楼层移动架安全防
护措施是否到位等。

瞿 康 伟 时 常 跟 同 事 们 说 ：
“安全管理没有捷径， 只有靠多
说多教育多去作业面检查， 发现
一处违规作业立即制止， 绝不姑
息， 该整改的整改， 该处罚的处

罚， 不留后患， 工人作业时不能
掉以轻心， 存在侥幸心理。”

节假日期间， 大家会和朋友
们小聚， 有时会喝点小酒。 今年
“十一”瞿康伟增加了节假日期间
巡查频次，严禁工友酒后上岗，同
时在节假日期间进行安全教育、
检查外架连墙件、 检查外架作业
工人安全带佩戴情况、 检查违章
用电等工作。 “这些关系到作业人
员生命安全的操作， 丝毫不能马
虎。” 瞿康伟说。

工友们在茶水亭休息， 瞿康
伟也会凑上去聊上几句， 嘘寒问

暖， 在作业面上那张严肃认真的
脸变得憨厚可爱起来。 但一旦看
到跟安全相关的事儿， 瞿康伟依
旧不会放过。

一次 ， 瞿康伟在茶水亭休
息， 一名工友不小心踩到钉子，
一瘸一拐地往茶水亭走来。 看到
工友坐下后就要往伤口处贴创可
贴 ， 瞿康伟立马要带工友上医
院。 “没事的， 不用那么麻烦。”
工友的话音未了， 瞿康伟就已经
架起受伤的工友往医院赶去， 一
路上他又是 “喋喋不休” 的 “安
全教育”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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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名片：
卫 建 平 ， 1966年 出

生， 冶金设备制造高级工
程师 、 数控车工高级技
师 、 加工中心操作工技
师。 现为北京首钢机电有
限公司 “卫建平工作室 ”
负责人。

荣誉：
2006、 2009、 2010年

获北京市经济技术创新标
兵 。 2006、 2007、 2008、
2010年获北京市职工技术
协会先进个人。 2011年获
北京市首都市民学习之
星、 第12届全国职工职业
道德建设先进个人。 2012
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
2013年被评 为 北 京 市 有
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 。
2016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

绝活：
巧妙利用数控技术 ，

攻克铣工、 车工方面技术
难题， 利用新技术提高效
率。 完成了连铸机核心部
件 扇 形 段 框 架 的 高 效
加 工， 完成了无进刀槽的
双头变螺距螺 纹的技术
攻关。

心中的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

操守， 几十年如一日， 耐
得住寂寞， 全身心投入去
做一件在很多人认为是
枯燥乏味的事情， 不断追
求极致的品质， 追求极致
的精品。 作为数控机床操
作工， 对细节的把握， 要
更有一种耐心、 执着、 坚
持的精神 。 在这个过程
中， 敢于追求创新， 勇于
突破自己、 超越自己、 完
善自己， 这是我理解的工
匠精神。


